
殲-20具備夜戰能力
空軍曝光隱形戰機夜訓視頻 空中加力轉彎令網友讚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

京報道）解放軍先進隱形戰機

殲-20夜訓視頻首度曝光。中國

空軍官方微博「空軍發佈」18日

發佈了一段18秒的微視頻，展

示了殲-20夜間加力起飛，夜間

飛行，完美大轉彎，以及夜間平

穩降落的各個精彩環節，令網友

讚歎不已。新華社報道指，今年

以來，殲-20等戰機在夜戰夜訓

中不斷提升戰鬥力。有分析認

為，從視頻中可知，殲-20目前

已經具備了在夜間進行實戰的能

力，意味着殲-20向着形成完整

戰鬥力再邁出了堅實一步。

如何提高戰機在夜間作戰的能力，
一直是各國空軍的重中之重，而

作為中國目前最先進第五代戰機，殲-20
自然也要錘煉夜間作戰能力。「空軍發
佈」18日發佈的名為《威龍夜航》的微
視頻，首度展示了殲-20的一連串夜航場
景。視頻中，在夜幕的籠罩下，殲-20猶
如從黑暗中飛騰而起的勇士，尾部帶着
亮光衝向夜空。視頻中還包括座艙視角
拍攝的殲-20飛行員特寫，其中可見佩戴
有新型頭盔瞄具，艙蓋上方可見爆破
索，其用於緊急逃生時，飛行員穿蓋彈
射。

正在形成完整戰鬥力
殲-20戰鬥機是中國自主設計研製的
一款單座、雙發重型隱形第五代戰鬥
機，於2017年3月正式服役，成為中國
空軍現役軍機中性能最先進、戰鬥力最
強的一款戰機，它的服役打破了美國在
隱身戰機上「一家獨大」的格局，標誌
着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能自主設計、
生產和製造隱形戰鬥機的國家，同時代
表着中國空軍開始由大國空軍向強國空
軍大步邁進。

中國空軍官方和央視早前披露的消息
指，殲-20戰鬥機如今已經具備戰備值班
能力和超視距空戰能力，正在向全面形
成完整戰鬥力的重大節點邁進。
夜間空中作戰，一直以來是隱蔽作

戰意圖、達成作戰突然性的重要作戰
樣式，也是世界空軍訓練的一個重要
方向。新華社在空軍發佈殲-20夜航視
頻同一天，亦發佈了一篇有關空軍近
日組織多兵機種進行夜間實戰化對抗
演練的文章。文章稱，傍晚時分，預
警機、偵察機、干擾機、殲擊機、突
擊機等多型戰機，從空軍駐西北多個

機場先後起飛，前往訓練空域，一場
夜間複雜電磁條件下的實戰化對抗演
練全面展開……

夜戰能力是訓練重點
據軍事分析文章稱，中國空軍此次夜

戰對抗訓練的重點，應該是圍繞殲-20探
索隱身戰鬥機攻防訓練，從美國空軍實
戰經驗來看，隱身戰鬥機幾乎都是在夜
晚出動，這是因為夜晚光學瞄準武器會
失去效能，防禦一方只能依靠雷達、紅
外探測系統探測空中目標，制導防空武
器進行攻擊，而隱身戰鬥機擁有較好的

隱身性能，可以在夜色掩護下穿透對方
防禦進行打擊，因此夜戰能力是殲-20作
戰能力的重中之重。
新華社報道指，夜晚戰場環境複雜、

能見度低，不僅給領航和指揮帶來較大
困難，而且讓對抗攻擊實施起來更加困
難，飛行員除了要有高超的飛行技能和
高度的協同意識，還需要掌握和使用合
理的戰術戰法。
「戰爭不會只在白天打響，開展夜訓

不僅是為了提升飛行員的技戰術水平，
更是一切向實戰看齊的體現。」空軍某
空防基地負責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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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民間軍事智庫—中國戰略文化促
進會昨日在北京發佈《2017年美、日
軍力評估報告》。報告指，在兵力部署
方面，截至2017年9月，約有16萬美
軍部署在亞太地區，約佔美國全部海外
兵力的一半。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
副會長兼秘書長羅援表示，美國的國家
安全戰略和防務戰略都把中國列為首要
威脅對象，對此中方要加強自身建設，
保持戰略定力，相應調整部署，更有效
地維護國家主權。
報告指出，美軍是一支能夠全球部

署、全球作戰的軍隊。截至2017年9
月底，在美軍約 130.59 萬現役軍人
中，約有33.6萬人部署在全球150多
個國家，其中部署在亞太地區的美軍
約佔海外美軍總量的一半。在亞太地
區，美軍共部署約16萬人（不包括部
署在阿拉斯加的約1.7萬人），主要部
署在日本、韓國、澳洲、泰國及美國
夏威夷、關島、薩摩亞群島等地。其
中，在日本的美軍最多，約有4.45萬
人。

日本提升自衛隊進攻能力
關於日本問題，報告認為，2017年

中日關係開始進入調整期，若雙方能夠
把握機遇，中日關係或可進入改善軌
道，雙邊安全問題的緊張程度可得到一
定程度緩解，互信水平會有一定程度提
高。另外，報告預計，2018 年下半
年，安倍政府將出台《新防衛計劃大
綱》，自衛隊未來將進一步加速與美軍
的一體化運用，並擴大在日美同盟中的
作用。日本還將繼續提高防衛費開支，
加速提升自衛隊的主動進攻能力。
據介紹，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於

2011年1月5日在北京成立，是由從事
國際問題研究、台灣問題研究和文化問
題研究的專家、學者、團體和社會活動
家組成的全國性、非營利性民間社會團
體，具有一級社團法人資格，旨在通過
對中國戰略文化的研究、傳播和交流，
為促進亞太地區安全穩定與台灣海峽兩
岸和平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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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山西省
平遙縣，中國藝術家吳為山的雕塑作品《馬克
思》亮相平遙古城。當日，40餘位國外著名
藝術家攜雕塑新作亮相首屆平遙國際雕塑節，
在千年古城進行不同時間和空間的零距離藝術
對話。 ■圖/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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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共青團中央近日印發
《關於提高政治站位 改進工作作風的六條規定》（以下簡稱《六
條規定》），指團幹部思想和行為上沾染的病菌還遠未被徹底清
除，淨化團內政治生態的任務還十分繁重。《六條規定》提出，堅
決反對宗派主義，嚴禁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夥。
報道指出，這是團十八屆中央書記處第一次會議研究通過、團十
八大後以團中央名義印發的第一份文件，是十八屆團中央書記處作
出的莊嚴的政治宣示。制定《六條規定》是要樹起一面警示牌、拉
起一條高壓線，堅決糾正問題，以嶄新面貌擔負新時代黨的青年工
作新使命。其適用對象是團中央書記處同志、團中央委員會成員、
團中央機關全體幹部、團中央直屬單位班子成員。
《六條規定》的主要內容包括，堅決反對官本位思想。堅決反對
宗派主義，嚴禁組織和參加以團幹部或團幹部經歷名義舉行的各種
聚會聯誼活動；嚴禁搞小山頭、小圈子、小團夥。堅決反對脫離青
年，嚴禁以「官」自居耍特權。堅決反對飄浮作風，嚴禁空喊口
號、不幹實事，講假話、講大話空話。堅決反對以公謀私以及堅決
反對庸懶散漫，嚴禁不思進取、庸懶無為，怨天尤人、暮氣沉沉。

團中央：
嚴禁「小山頭小圈子小團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甘肅省白銀
市中級人民法院（白銀中院）昨日公開開庭審
理了甘肅省蘭州市政府原市長欒克軍受賄一
案。甘肅省白銀市人民檢察院派員出庭支持公
訴，被告人欒克軍及其辯護人、證人錢某某到
庭參加訴訟。
據報道，白銀市人民檢察院在法庭上指
控，2002年11月至2017年3月，被告人欒克
軍在擔任張掖市副市長、市長，慶陽市市長、
市委書記，蘭州市委副書記、市長期間，利用
職務之便，在項目建設、工程承攬等方面為他
人謀取利益，先後非法收受他人所送現金、房
產、車輛等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200餘萬
元（約合港幣1,389餘萬元）、美元11萬元、
歐元2.2萬元。提請以受賄罪追究被告人欒克
軍的刑事責任。
開庭前，白銀中院召開了庭前會議，梳理

了案件事實、證據，認真開展了庭前準備工
作。庭審中，法庭宣讀了庭前會議報告，明確
了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法庭調查階段，公訴
機關就指控的犯罪事實對被告人進行了法庭訊
問，並出示、宣讀了證據，被告人及其辯護人
對公訴人所舉證據當庭進行了質證。法庭辯論
階段，被告人欒克軍及其辯護人依法進行了辯
護。被告人欒克軍作了最後陳述，當庭表示認
罪、悔罪。庭審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項訴訟
權利，本案將擇期宣判。
2018年4月1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佈消

息稱，甘肅省蘭州市原市委副書記、市長欒克
軍涉嫌受賄罪一案，經甘肅省人民檢察院指定
管轄，由白銀市人民檢察院向白銀市中級人民
法院提起公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佈的
信息顯示，2017年11月29日，欒克軍涉嫌嚴
重違紀，正在接受組織審查。

被控受賄逾1200萬
甘蘭州原市長欒克軍受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紀委國家監
委網站昨日消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今年上半
年內地紀檢監察機關監督檢查、審查調查情況。
2018年上半年，內地紀檢監察機關共接受信訪舉
報168.3萬件次，立案30.2萬件，處分24萬人，包
括28名省部級及以上幹部。
根據通報，2018年上半年，內地紀檢監察機關

共接受信訪舉報168.3萬件次，處置問題線索74萬
件，談話函詢15.4萬件次，立案30.2萬件，處分
24萬人（其中黨紀處分20.1萬人）。處分省部級
及以上幹部28人，廳局級幹部1,500餘人，縣處級
幹部1萬人，鄉科級幹部3.7萬人，一般幹部4.5萬
人，農村、企業等其他人員14.6萬人。
2018年上半年，內地紀檢監察機關運用監督執

紀「四種形態」處理68.4萬人次。其中，第一種形
態批評教育、談話函詢44.2萬人次，佔「四種形
態」處理總人次的64.6%；第二種形態紀律輕處
分、組織調整18.9萬人次，佔27.7%；第三種形態
紀律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3.2萬人次，佔4.7%；
第四種形態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調查2.1萬
人次，佔3%。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
上半年處分24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據新華社7月19日消息，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簽署通令，
給3名個人記功。給海軍工程大學某
研究所所長、教授肖飛記一等功。
給原第二軍醫大學基礎部熱帶醫學
教研室主任、教授潘衛慶，火箭軍
原裝備研究院總工程師兼研究員肖
龍旭記三等功。此次獲一等功的肖飛
年僅41歲，他研製成功的一項成果，
為國家節約採購經費約10億元人民
幣，其研製的直流區域變配電分系
統，成功應用於中國新型護衛艦和島
礁風光儲一體式發電站建設。
據《解放軍報》報道，10多年

前，肖飛加入艦船綜合電力技術國
防科技重點實驗室。多年來，他專

注於電力電子與電氣傳動領域基礎
理論研究、關鍵技術攻關和重大裝
備研製。先後承擔10餘項國家和軍
隊重大科研攻關項目，取得一批具
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原創性成
果，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和二等
獎各1項、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4
項、國家發明專利11項。
據報道，肖飛參與研製成功的艦

船中壓直流綜合電力系統，實現了
中國艦船動力從傳統機械方式向全
電力方式的革命；他研製的直流區
域變配電分系統，成功應用於中國
新型護衛艦和島礁風光儲一體式發
電站建設。
10年前，作為風力發電核心部件

之一的變流器，中國全部依賴進

口，相關設備被歐美日幾家大公司
壟斷，不僅價格高昂而且進口條件
苛刻。肖飛牽頭帶領幾名青年才俊
組成課題組開始研發，經過近一年
的艱難攻關，設計出2兆瓦級永磁直
驅風力發電變流器。
測試結果顯示，肖飛團隊研發的

變流器技術指標優於國外同類產
品，一舉打破了該領域被國外長期
壟斷的局面，國外產品價格應聲而
降。僅此一項成果，當年即為國家
節約採購經費約10億元人民幣。
肖飛帶領團隊乘勢而上，在國內首

次研製成功海島風能、太陽能等多能
源智能微網，並應用於島礁建設工
程，一舉解決了島礁供電難題，提升
了駐守部隊自給力和戰鬥力。

41歲教授肖飛獲記一等功
曾研艦船綜合電力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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